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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香港文學節」將於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十日舉行，以「我想文學」為主題，由「我」出發去開啟文學的一扇門，透

過各種形式的活動，從學者、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演藝工作者的不同視角，探索文學與生活似遠但近的微妙關係，讓大

眾沿着作家的筆跡，重溫那些年令人感動的記憶，細味當時的生活痕跡和人文心影，感受文學的時代、溫度和想像，從而看

到更廣闊的香港文學風景。

一連串的活動將包括「我想文學」專題展覽、「與文學碰面」研討會、「第十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獲獎作品導讀

會、文學變形比讀、「豆棚說書」系列講座、一起文創、炎炎夏日誦繆思、「生活詩意」朗誦分享會、圍讀工作坊、與文藝團體

合辦的交流會及香港文學節之友計劃。

「我 想文學」專題展覽

今屆文學節的專題展覽分為兩部分。首部分為「我想

文學」主題展區，介紹以生活想像作為寫作繆思的香港

文學作品，從「都市吟遊」、「寫意自然」、「紀遊隨

想」、「人間情味」四個題旨呈現香港文學風景，透過

詩歌、散文、小說等不同文體，以城市、自然與人多角

度捕捉生活的圖像，讓參觀者領略文學書寫與生活想像

的微妙關係。

另一部分為「學生創作展區」，邀請中學生創作文學展

板，展示他們的創作，題材不限，以他們的視角，展現

青少年世界的「我想文學」。

部分於展覽中出現的文學作品

「與 文學碰面」研討會

一連三講的研討會將圍繞文學與生活的關係，從文本走

進城市生活的虛實軌跡，探索作家對原鄉與他鄉的文化

碰撞和想像，再細看文學創作中女性的筆觸，拼貼出 

「與文學碰面」的多元面貌。

三場講座的講題分別為「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文

學裏的原鄉與他鄉」及「文學的女性書寫」，並邀得多

位著名學者參與。本地學者包括王良和博士、張歷君教

授、張詠梅博士、唐睿博士、陳國球教授、鄺梓桓博

士、梁慕靈博士、潘步釗博士、余君偉教授、陳惠英教

授、余婉兒博士及吳美筠博士；海外學者則有來自新加

坡的關詩珮教授、台灣的李瑞騰教授及楊佳嫻教授。

文學向來是觀照生活，生活日常與個人經歷往往能引發文學學創學創創作的作的繆繆
思，藉由文字，把頃刻的情感和想像記錄。當文學作品與人們相相遇相遇遇，，那那些些
曾觸碰作家心靈的難忘時光、點滴人情，透過作家的筆跡再現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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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作家解構其作品真意

劉偉成先生、王良和博士及朱少璋博士三位「第十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

獎」獲獎作家，將在「雙年獎獲獎作品導讀會」中分享其創作心得，帶領讀

者深入閱讀他們的獲獎文學作品《陽光棧道有多寬》、《破地獄》及《梅花

帳》，解構作品的真意，引導開啟閱讀文學之門。

左起：朱少璋、王良和及劉偉成

分享寶貴多元文學經驗

文學節也提供了文學經驗分享的平台。

「文學變形比讀」由曾經改編和演繹文學

作品的創作人/團體/評論人，講述和分享

文學如何與其他表演媒體融和結合，變形

成為新的觀賞文本的經驗。「生活詩意」

朗誦分享會則邀請多位著名詩人，分享生

活點滴如何啟發創作靈感，並選取其印象

最深刻的作品，相互朗讀詩文交流。

至於與本地大學合辦的「豆棚說書」系列

講座，更會把圖書館化身豆棚作蔭，匯聚

學者名師說書論文，由古文談到香港，又

再讀電影，推介優質文學作品。

「圍讀工作坊」現接受報名

此外，以中學老師及同學為對象的「圍讀工作坊」，亦正接受報

名。工作坊將以圍讀方式，由本地作家及學者向參加者推介及欣賞

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歡迎學校報名參加。報名截止日期為五月三

十日。查詢：2928 4551。

文學節活動將主要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並以粵語進行，另有部

分活動分別以普通話或英語講述。

想知多些今屆香港文學節詳情？請留意六月中旬展開的節目宣傳，

及屆時於各公共圖書館及康文署文化場地派發的節目小冊子，有興

趣的市民亦可瀏覽香港文學節網站www.hkpl.gov.hk/11hklf。

The 11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Local Chinese literature lovers will have an enlightening and mesmerising summer as the coming 11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will bring together a wide range of programmes including a thematic exhibition, 
symposiums by renowned writers and scholars, guided reading sessions, group reading workshops on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dialogue with creators, good read series, as well as poetry recitals.

Present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to promote reading and local literature, the Festival will run from June 23 to July 10. 
Developed on the theme ‘My Way, My Literature’, this year’s Festival is to highlight the subtle cor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our 
daily lives as expressed and portrayed in different literary works.

Most programme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and some in English or Puthonghua.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hkpl.gov.
hk/11hklf. Enquiries: 2928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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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前的香港是怎樣的？傳統客家「圍名歌」是甚麼？一條客家花帶隱藏著甚麼寓意？外
國傳教士與西貢墟的發展又有甚麼關係？馬鞍山曾是香港礦業的龍頭？如何從一個細小的郵
票窺探香港社會的發展？

學習歷史並不限於課堂或書本。要認識香港的歷史，也可以身體力行，走進圖書館，聽聽講
座，看看展覽，用心發現舊香港。多區的公共圖書館於五月至八月舉辦多場講座及展覽，與大
家一起認識本地的歷史文化，進一步欣賞香港。

提起客家文化，大家會想起甚麼？將軍澳公共圖書館於五月舉

行四場有關客家文化及西貢墟發展的講座，與參加者一起了解

客家文化的特色。查詢：2706 8101。

圍名歌的來龍去脈
講者：徐月清女士（西貢歷史及客家文化研究工作者）、海濱文

化協會代表

內容：圍名歌是傳統客家歌謠的一種，歌詞中記述本港各區

風光特色，在沙田和西貢區流傳逾百年，經歷數代人

的口耳相傳，可惜近三十年，差不多已成絕響。

日期：5月2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3時45分

客家花帶解密
講者：徐月清女士（西貢歷史及客家文化研究工作者）

內容：傳統客家婦女，衣著樸實無華，然而一條經過巧手編

織的花帶，卻是唯一的色彩和衣飾，內裡隱藏著鮮為

人知的客家密碼和客家文化的寓意。徐女士亦會即場

示範花帶編織。

日期：5月2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時至5時45分

西貢墟的發展和傳教歷史
講者：陳天權先生（歷史風俗及建築文物研究者）

內容：講座將透過歷史發展和傳教事業，講述西貢墟如何變

成今日的小城鎮。

日期：5月22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至3時45分

客家飲食文化
講者：何觀順先生（客家文化研究者）

內容：介紹客家飲食文化及當中的故事

日期：5月29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至3時45分

客家文化講座系列客客客客客客客家家家家家家文文文文文文文文化化化化化化化講講講講講講講講座座座座座座座系系系系系系系列列列列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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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及沙田公共圖書館將舉辦三場名為「細看沙田˙今昔

與未來」的專題講座，加深大家對馬鞍山和沙田區歷史文化

的認識，了解社區的發展與保育。

沙田區的城市規劃變遷
講者：姚松炎博士 、陳沛賢小姐

內容：探討沙田新城市的發展變化及

展望沙田的城市規劃計劃。

日期：6月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3時45分

地點：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2694 3788

沙田歷史
講者：梁炳華博士

內容：深入淺出細說沙田的前世今生

和經歷了城市化後的景觀。

日期：6月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時至5時45分

地點：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2694 3788

馬鞍山礦史
講者：樊文韜先生

內容：介紹和分享香港獨有的鐵礦業

及礦村的發展故事及認識礦業

盛衰變遷。

日期：5月2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15分

地點：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查詢：2630 1911

大埔碗窰是香港法定古蹟，曾是新界的陶瓷工業中心，是

香港目前發現唯一的青花瓷窰址。大埔公共圖書館將於六

月舉辦「探索大埔碗窰」專題講座及導賞遊。前者將介紹

大埔碗窰窰址的歷史、燒製瓷器的過程、香港的造碗歷

史及碗窰的出土文物等；後者則參觀二零一零年對外開放

的碗窰展覽館、碗窰毗鄰的樊仙宮及附近的碗窰遺址。 

查詢：2651 4334。

郵票中的香港歷史  「香江舊影」巡迴展覽

 探索大埔碗窰」專題講座   
講者：蘇萬興先生（香港考古學會永久會員）

「

日期：6月1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大埔公共圖書館  

）

   探索大埔碗窰」導賞遊
日期：6月18日（星期六）

導賞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

導賞地點：大埔上碗窰村

「

郵票是歷史的微卷，方寸之間記錄著歷史、文化的

傳承與發展。香港郵票見證香港社會和地方面貌的

發展，正是香港近代史的縮影。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將於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三

時至四時三十分舉行「郵票中的香港歷史」講座，從

四個時段，即早期香港、香港的割讓、英國佔領香港

及香港回歸四個時期，介紹郵票中所見的香港歷史、

歷史建築、地圖及地貌，從而了解香港時代的變遷。 

查詢：2921 0351。

觀塘區的公共圖書館將於六月至八月期

間舉辦「香江舊影：香港城市的變遷

(1841-1941)」巡迴展覽，展覽內容包

括四環九約、港九新界的舊貌、海港發

展、移山填海、工商金融、公用設施、

海陸空交通、教育工作、消閒娛樂、自

然災害、華人社區及洋人生活等，透過

舊照片，讓參觀者了解百多年前的香

港。詳情請留意區內圖書館的宣傳。

Brush up yourself on district history this summer
Those interested in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will be happy to learn that public libraries of various districts are presenting an array of free talks 
and exhibitions, between May and August, to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from different angles.

Coming up are two talk series, one on Hakka culture and history of Sai Kung district to be held in the Tseung Kwan O Public Library in May, 
and another on the mining industry in Ma On Sh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ha Tin to be held in the Ma On Shan Public Library and Sha 
Tin Public Library in May and June. In addition, a subject talk and guided tour on Tai Po’s Wun Yiu Village will be held in June. Furthermore,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will also organize a subject talk on ‘Hong Kong History inside Hong Kong Stamps’ on 31 July, while a roving 
exhibition on ‘A Century of Changes: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1841-1941)’ will be held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Kwun Tong 
district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All the talk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posters in the libraries or visit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ebsite (www.hkpl.gov.hk).

沙田區文化及歷史專題講座系列沙沙沙沙沙沙沙沙田田田田田田田田區區區區區區文文文文文文文化化化化化化化及及及及及及及歷歷歷歷歷歷歷史史史史史史史專專專專專專專專題題題題題題題講講講講講講講講講座座座座座座系系系系系系系列列列列列列

探索大埔碗窰探探探探探探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埔埔埔埔埔埔埔碗碗碗碗碗碗碗窰窰窰窰窰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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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語電影界知名的作曲家綦湘

棠（1919-2007），他所創作的電影插曲紅極一時，為

人廣泛傳唱，是香港以至中國音樂作曲界承先啟後

的一位巨匠。

綦湘棠於一九五一年開始創作電影音樂，在其後的

十五年間，他先後為永華、電懋、邵氏等香港電影公

司，撰寫電影主題曲、插曲和擔任配樂，包括林黛主

演《金蓮花》的插曲《相思苦》、《歡樂年年》的插

曲《賣糖歌》、《曼波女郎》的同名插曲，以及《溫

柔鄉》的主題曲等百多首作品。由於擁有出色的作曲

技巧及卓越的配樂功力，綦湘棠憑《四千金》獲得

一九五八年第五屆亞洲電影節最佳音樂的榮譽，奠定他在電影配樂方面的泰斗地位。他更與林聲翕及黃友棣等人

於一九七三年成立亞洲作曲家同盟，為音樂界作出貢獻。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現正介紹綦湘棠的生平及他對電影配樂的貢獻，透過展出其相片、手稿、自傳、音樂

作品及相關的電影刊物，讓參觀者對這位音樂前輩有更多的認識。展覽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

舉行，至十月底結束。查詢：2921 0259。

is being held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of October. The 
exhibition introduces KEI’s life and contributions through showcasing his photographs, manuscripts, biography, musical 

中圖掠影  ˙ HKCL Express

August, respectively. Enquiries: 2921 0323.

你也許讀過劉以鬯和張愛玲所寫的小說，但有否看過他們親手寫的文

稿？手稿又有甚麼可以看？

手稿是作家著作的原稿，包括文稿、詩稿、日記、書信及筆記等，以傳

統方式執筆書寫而成的文字。所謂「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作者的性

格有時反映於手稿之上。例如若作者的性格剛烈，字體可能較粗獷；若

作者的性格溫和，字體就較柔美。手稿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既是書

法，又具獨特個性。它讓研究者探索作者創作的心路歷程，也可根據作

家的手稿來揣摩其寫作技巧。

香港中央圖書館一直致力蒐集、保存和整理本地文獻，至今已收藏四千

多份作家手稿。圖書館八樓的文化及歷史資源角及香港文學資料室，現

正舉行「手稿藝趣」展覽及「手稿，可以看甚麼？」書籍介紹，從館藏

中選取一些香港作家，包括錢穆、金庸、徐速、饒宗頤、羅慷烈、陳耀

南、西西、余光中等作家的手稿，讓大家從不同角度細讀，加深對作者

的認識。

「手稿藝趣」展期至七月五日結束；「手稿，可以看甚麼？」展期則至八月三十一日。查詢：2921 0323。

Interested in seeing the handwriting of your favourite local writers such as Chieu Mu, Jin Yong, Xu Su, Jao Tsung I, Lo 
Hong Lit, Chan Yiu Nam, Xi Xi, Yu Guang Zhong, etc.? An exhibition of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by local writers and a 
book display titled ‘What Can We Read from Manuscripts?’ are now being held a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as well as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5 July and 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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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大家，圖中名人，你能認出多少個？關於他們的事蹟又知多少?李小

龍是甚麼國籍？J.K.羅琳曾在哪個國家教英文？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的

電子資源，你便能找到詳細的答案。

Do you know who these people are? How well do you know about 
them? What is the nationality of Bruce Lee? In which country did
J.K. Rowling teach English? You can know more about these people 
through the e-Resource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為了認識一個名人大家可以去得幾盡？去讀

完一整本傳記？上網找資料？網上資料浩如

煙海，怎樣才能取得既可較又可信的資料？

大家只要登入Biography in Context英文電

子資料庫，五十多萬位古今人物的資料唾手

可得。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登記讀者，現可透

過互聯網免費使用這個認識古今中西名人的

好幫手，要當個名人小百科毫無難度。

想了解某位音樂家的生平事蹟？想知道二十

世紀有哪些著名科學家？想找出某位演員曾

經獲得什麼獎項？Biography in Context 收

錄古今中外的人物橫跨不同階級背景，包括

藝術家、運動員、商界領袖、演員、政治

家、作家、科學家、建築師和音樂家等，內

容豐富全面。無論是奧巴馬、鄧小平或曼德

拉，還是愛恩斯坦、姚明或莎士比亞等，他

們的生平故事全都可在Biography in Context

中找到。

今年是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1564-1616）及

中國戲曲家湯顯祖（1550-1616）逝世四百周

年，大家可在Biography in Context找到有關

兩位戲劇巨匠的生平和作品。

This year marks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two great playwrights in his-

tory,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and

Tang Xianzu（1550-1616）. Their biographies

and works are also available in Biography

in Context.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a musician’s
life story? Looking for notable Twentieth-

received by an actor? 

Biography in Context can help you to
discover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t
is an e-Database which offers reliable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over

and geography.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such as artists, athletes,
business leaders, actors, politicians, writers,
scientists, architects and musicians, can all
be found in the database as well.

Whether you are researching on
Shakespeare or Beethoven, J.K.Rowling
or Bruce Lee, Obama or Yao Ming, library
card holders of the HKPL can enjoy free
access to Biography in Context through
HKPL website anytime anywhere.

電子資源
e-Resources
一掃QR Code隨時享用電子資源
Scan QR Code for Accessing e-Resources
Anywhere! An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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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2016年

創作比賽

運動，不但可以強健身體，更可以磨練堅強意志，建立體育精神，

燃點對生命的熱忱。今年適逢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

行，香港公共圖書館特別把「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的主題定為

「齊運動‧健身心」，鼓勵同學藉閱讀和寫作，認識運動的可貴和學習運

動員積極進取及公平競賽的精神。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lympic Games to be held this year in Rio de Janeiro, Brazil, 
‧

今屆比賽反應十分踴躍，有二百多間學校參加，共收到

約一千四百份作品。比賽分四種形式進行，初小組設計

明信片封面，介紹他們最喜愛的運動；高小組透過寫信

給家人或老師，介紹一本有關運動員或運動的紙本書

或電子書，並分享感受；初中組閱讀有關「何謂體育精

神？」的書籍後，以閱讀報告形式分享感想；高中組則

以散文探討運動健體及個人持續發展的關係。頒獎禮已

於四月二十三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

今年，香港公共圖書館、深圳圖書館、深圳少年兒童

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及澳門公共圖書館繼續

進行合作交流，以同一主題舉辦創作比賽，攜手宣揚

閱讀文化。香港和深圳的初中組及高小組得獎同學更

於頒獎典禮上分享閱讀心得。

The competition received an enthusiastic response this year, with nearly 1,400 
entries from more than 200 schools. The competition consisted of four categories: 
junior primary students designed postcard covers to introduce their favourite sport;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wrote letters to teachers or family members to introduce a 
book about an athlete or a sport and share their views;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wrote reading reports on the topic ‘Sportsmanship Means ...’; and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wrote essay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w sport helps to build 
a healthy bod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aningful lives.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for the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23 April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This creative competition is part of the ongoi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library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programme. 
Shenzhen Library, Shenzhen Children’s Library,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Macao Public Libraries have also organised competitions 
under the same theme. Winning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lso 
shared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s in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前排左十）及各嘉賓與得獎者合照。

Picture shows the Directo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Ms Michelle Li (front row, 10th left), in a group photo with the guests and winners.

齊

運動

以
創 作 宣

揚

健
身心

‧

Promotes
      Healthy Body · Health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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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初小組獲獎作品齊欣賞：我喜愛的運動

Winning works from the Junio
r Prima

ry Categ
ory: I Love S

port初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

大家現可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wbd) 瀏覽獲獎獎

名單及所有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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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今屆不少的參賽作品都提到，運動不但可以強健身體，更可以磨練堅強

意志，建立體育精神，燃點對生命的熱忱。四位來自港深兩地的同學在

頒獎禮中便分享閱讀心得及其心中的體育精神。

The importance of sport is mentioned in most of the winning works. 

perseverance and enthusiasm for life. Four winning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Shenzhen shared their views on both reading and sportsmanship 
in the ceremony.

獲獎作品宣揚永不放棄的體育精神

Never-give-up spirit highlighted in
winning works

香港區高小組楊琬婷 

閱讀書籍：  《運動員之一分：追尋一個夢想，一份榮譽》
My respectable athlete is 敬佩的運動員： 殘疾劍擊運動員陳蕊莊 ‘wheelchair fencer Chan Yui 

閱後感： 天生我材必有用。陳蕊莊讓我知道心靈不開放，
Chong. Her story inspires me 

即使再多自由也只會錯過燃點生命之火的機會。 not to be afraid to step out 
體育精神是： 要把握機會踏出第一步。 and grab every chance.
推介書籍： 利倚恩《走在櫻花樹下的日子》

YEUNG Yuen-ting from Hong Kong

深圳區高小組葉瀚懋

閱讀書籍：  《梅西－傳奇之路》

敬佩的運動員：球王梅西（美斯）
My resp e is 

閱後感： 這本書不僅讓我對梅西有更多的了解，還使我深刻 ‘ ectable athlet
Messi, the king of football. 

地認識到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我們都要向著自己 His stor

’
y inspires me not to 

的夢想勇往直前。 give up.
體育精神是： 永不放棄、堅持不懈。

推介書籍： 儒勒．凡爾納《格蘭特船長的兒女》 Max Ye from Shenzhen

香港區初中組鄧詠詩 

閱讀書籍：  《愈跑，心愈強大：跑步教父席翰醫生教你成為

自己的英雄》

閱後感： 長跑運動不但有益身心，更能訓練個人意志，鞭

策自我，帶來成就感。自己在每次完成長跑後都
To m

感到滿足。 ‘ e, sportsmanship means 
perseverance, loving what 

體育精神是： 堅持；讓自己樂在其中，愛上運動；反思。要具備 you are doing and never give 
體育精神，首先要擊敗的，不是其他對手，而是心 up.

中那個喊著要放棄的懦弱的自己。
TANG Wing-sze from Hong Kong推介書籍： 沈石溪《狼王夢》

深圳區初中組鄭曉微

閱讀文章：  《體育頌》

‘To me, sport is a must 
閱後感： 運動是生活的必需品，每個人都要學會享受運動，

in our daily living and 
放肆揮汗，在如雨的汗中，去尋找生命的真諦。 sportsmanship is an essential 

體育精神是： 體育競技不只是在國際大賽場上，更是生活中的 attitude in comp

’
etitions as 

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總在大汗淋漓的暢快後帶來 well as in life.

最舒心的歡愉。
Vivien Zheng from Shenzhen推介書籍： 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

香港的獲獎同學鄧詠詩（右一）和楊琬婷（右二）與深圳的獲獎同學鄭曉微（左

一）和葉瀚懋（左二）於頒獎禮上分享閱讀經驗。

Winning students Tang Wing-sze (first right) and Yeung Yuen-ting 

(second right) from Hong Kong and Vivien Zheng (first left) and Max Ye 

(second left) from Shenzhen shared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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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地  ˙ Family Corner

文藝表演宣揚體育運動

炎炎夏日，與孩子到空間舒適的圖書館，確是很好的消暑方式。
能找到合適的活動一起參與，不單讓孩子放鬆享受暑假，更為
假留下美好的親子記憶。

閱讀繽紛月約定你
配合201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今年的「閱讀繽紛月」以「運動盛會

多面體」為主題。多項活動讓一家大細共度充實愉快的暑假之餘，更可

輕輕鬆鬆認識體育運動及實踐體育精神。

今年「閱讀繽紛月」的專題展覽，將介紹世界大型運動會及部分運動項

目，讓小朋友了解運動及運動會的歷史，明瞭運動的意義與精神，學會

熱愛運動，熱愛生命，讓人生既活躍又健康。

同場還有豐富的文藝節目，均環繞體育運

動這個主題，包括音樂劇場、無伴奏合

唱、管樂演奏會、兒童劇、中樂演奏會、

音樂劇、默劇、舞蹈及敲擊樂演奏會等。

 運動多樂趣」親子演繹比賽
比賽給小朋友發揮創意的機會，與家長一

起以講故事或戲劇的方式，演繹與運動有

關的故事，透過分享閱讀樂趣，讓小朋友

認識運動的好處，了解運動背後的體育精

神。比賽截止報名日期：7月18日。

「

工作坊鼓勵親子創作
想學摺紙做足球嗎？想用不同的手工藝材

料來製作屬於自己的運動會嗎？那就別錯

過「閱讀繽紛月」推出的親子工作坊了！

當中包括創意摺紙工作坊、繩藝親子工作

坊、影子戲工作坊、手工藝、主題故事工

作坊、親子繪畫工作坊等，趣味性與教育

性兼備。

「故事長老」及「講故事學語言」 
「閱讀繽紛月」期間，圖書館將於多間

分館舉行多場「故事長老︰兒時玩意」

及「講故事學語言」。前者由長者向小

朋友分享繪本故事；後者則分別以廣東

話、普通話與英語，透過講故事和互動的

親子遊戲，帶領小朋友進入感動和快樂的

閱讀世界，享受輕鬆學習語言的樂趣。 

有關各項活動的詳情，請留意稍後「2016

閱讀繽紛月」的宣傳資料。

多樣化暑期活動陸續登場
香港中央圖書館、沙田、屯門、屏山天水圍、九龍、

荃灣及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將在七月至八月期間舉

行以「光之科學」為主題的親子閱讀工作坊，透過互

動活動及示範，啟發孩子對科學的興趣及鼓勵他們閱

讀科學圖書。

此外，多區圖書館的暑期活動亦將陸續登場，包括西

貢區圖書館的「親子互動故事工作坊」及深水埗區圖

書館的「歷史樂悠遊」等，各位爸爸媽媽記得留意各

區圖書館的宣傳。

若
暑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lining up for you and your
kids this summer

Looking to keep your kids entertained in the 
coming summer holidays?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organizes the Summer Reading Month 
programme every year to encourage summer 
reading and parent-child reading through a 
variety of fun activities. To tie in with the coming 
Olympic Games in Brazil,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Summer Reading Month will be ‘All About Sports 
Events’ featuring selected sports events of the 
world.

Arrays of activities include a thematic exhibition,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storytelling, contests 
on dramatization of stories, cultural performances, 
different workshops, storytelling for kid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 storytelling by the elderly, book 
displays as well as a reading charter programme 
to help parents and kids keep on reading during 
the long summer days.

Stay tuned for more details in the next issue and 
the coming publicity materials of the Summer 
Reading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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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 Talks

文學月會：漫談散文
與《城市文藝》合辦

21/5 (星期六)
講題  法思與藝心︰評議散文及鑑賞散文

講者 古松教授 (法律與文學專家) 

陳紹健先生 (文物研究員、作家) 

18/6 (星期六)
講題  俠影與詩意︰武俠小說大師和詩人、

翻譯家的散文

講者 孫立川博士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總編輯、

作家)  

梅子先生 (《城市文藝》總編輯、作家)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2645

免費入場‧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藝術講座
與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合辦

28/5（星期六）                                    
講題 從舞台空間看視覺藝術 - 佈景設計

淺談

講者 徐碩朋先生 

(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董事)

11/6（星期六）                                    
講題 舞台中的視聽科藝 - 音響設計及舞

台製作淺談

講者 羅國豪先生 

(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主席)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59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哲學講座─真與假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3/6（星期五）                                    
講題 真與假 - 語言、智人演化史與兩層

實在論

講者 關瑞至教授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

學院助理教授)

時間 下午6時30分至8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372

憑票免費入場，入場券將於講座當日下午5時45分

開始，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接待處派

發，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IT新世代」講座

11/6 (星期六)
講題  電子支付的趨勢

講者 簡錦源先生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一號活動室

查詢 2921 0348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21/5（星期六）                                    
講題 「人生滿希望」系列講座：走向正面

人生！

講者 顧耀輝先生 (腦神經科專科醫生)

時間 下午4時至5時30分

地點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30 1911

28/5（星期六）                                    
講題 今日香港和古羅馬的異同趣談

講者 何能國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

終身學習系講師)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大埔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51 4334

 

18/6（星期六）                                    
講題 黃土，黃花，黃泥涌 - 黃泥涌峽戰史

講者 吳力波先生 (海濱文化導賞會)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 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3 5065

18/6（星期六）                                    
講題 智能電話與流動裝置平台

講者 張德樂先生 (資深資訊科技工作者) 

曾子軒先生 (香港耆英協進會發展主任)

時間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地點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 2879 5560

25/6（星期六）                                    
講題 「綠在沙田」環保教育講座

講者 陳毅勤先生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綠在

沙田」代表)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94 3788

2/7（星期六）                                    
講題 「美荷樓」活化之旅

講者 李勁松先生 (香港青年旅社協會總幹事)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查詢 2746 4270

9/7（星期六）                                    
講題 「美荷樓」活化之旅

講者 李勁松先生 (香港青年旅社協會總幹事)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8 7055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講座均以粵語進行，費用

全免。節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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